
城市焦點

p1-2 毋忘我：認知障礙症的社區照顧
與非藥物介入

服務回應

p3 毋忘我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服務

服務透視

p4 橙絲帶®行動2018

p4
精彩培訓 • 裝備自我
職員培訓系列

p5
賽馬會「蛻變旅程」家庭抗逆
同行計劃啟動禮暨分享會

p6
麥理浩四十五周年誌慶
堅定信念迎挑戰
協力同心創未來

自由講

p7 小城裡的暖流故事

優質之旅

p7
服務質素標準六 計劃、評估及收
集意見 ─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之範例

檔案室

p8 關懷社區　服務家庭

本期精彩內容 城市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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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中每10人有1人患病

由於發病的風險與年齡相關，認知障礙症在長者中並不罕見。據估計，65歲以上長
者中，大概每10人便有1人是患者。至於85歲以上，則更是每3個便有1個。換言之，
每個家庭都可能需要面對這個疾病。目前尚未有逆轉病情的治療方法。認知障礙症中最

常見的一種 ─ 阿爾茲海默氏症 ─ 可以持續10年或以上，患者的認知能力會逐漸減
退，由最初或只需口頭提點，到中至晚期需要協助自理（例如洗澡）及可能出現一些情

緒或行為轉變（例如煩躁），都會令照顧者承受心理及 /或生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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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認知障礙症（舊稱老人痴呆症；亦稱腦退化症）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疾
病。與正常老化不同，長者除了記憶力明顯變差外，更可能會失去判斷力、自理
能力等等，而需要他人照顧。在漫長的照顧過程中，家屬面對種種壓力，甚或出
現情緒問題。社區上不少為認知障礙症而設的支援服務，往往能為長者及家人帶
來一線曙光。

認知障礙症的社區
照顧與非藥物介入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聖經》詩篇23篇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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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活動可減輕疾病的影響

雖然現時未有治癒認知障礙症的方法，但學術界已研發

了一些介入手法，為患者與照顧者的生活帶來改善。其中一

些非藥物介入法有較強的證據，因而已獲臨床指引及國際報

告建議採用。在英國最新於2018年6月出版的《國家健康

與照顧卓越研究院指引》中，對於促進患者的認知功能、獨

立能力與安康，就有以下兩項介入建議：（一）提供各種切

合個人喜好的活動；（二）為輕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

「認知刺激治療」（英文簡稱CST）。簡單來說，就是讓長者發

揮他們仍有的能力，參與一些嗜好及社交活動，保持腦部活

躍及生活樂趣。根據認知障礙症「生理心理社交」理論，活

動參與和思維刺激都是能影響病情的可逆轉因素，透過改善

情緒、壓縮過度的殘障（excess disability）等機制，為長者

帶來身心的益處。

以CST為例，透過每星期兩節特別設計的小組活動，經

過七星期後，患者的溝通、生活質素與認知功能都較沒有參

加小組的患者為佳。在活動中，工作人員會確保長者有一個

愉快而有趣的社交經歷，共同接觸一些新鮮事物。這亦反映

一些老生常談的知識： 當我們著眼於缺失，例如以往的成

就、能力的倒退，便越更容易跌入惡性循環。相反，若能悉懷

忘憂，活在當下，病患的影響力也會減少。這亦是「毋忘我—

家居生活指導服務」計劃的宗旨：受過相關訓練的指導員，

與長者共同參與各種新奇有趣的活動，在漫長的病患歷程中帶

來一點歡樂與友誼。對指導員而言，亦是甚具意義的體驗。

到位的照顧者支援是服務的骨幹

有了減輕疾病影響的方法，亦需要社區上有力的支援，

方能照顧到長者與家屬的需要。政府自2017年2月起試行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透過推動醫社合作，加強醫管局轄下

醫院與地區長者中心的合作，由護士、治療師及社工在社區

為輕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非藥物介入，並為家屬提供

教育及輔導支援，減輕照顧壓力。有見及服務的效益與社區

上的需求甚大，「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即將由試驗計劃轉為常

規服務，令更多受認知障礙症影響的家庭獲益。筆者由於研

究緣故，向不少從事認知障礙症服務的同工與家屬了解過，

無論是服務提供者或使用者，都肯定地指出照顧者支援是

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如何才是最適切的支援，則因人而

異。例如一些全職工作的家人，可能較重視暫托的支援，而

對於照顧技巧的教育或輔導，則需要有彈性的安排（例如週

末、與長者的活動安排同一時間）方能獲益。

 

事實上，本港的社區長者與家屬支援服務已發展多年，

不少機構都對認知障礙症的照顧富有經驗，「毋忘我」計劃的

發展便是一例。隨著「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常規化，社區將

有一個持續穩定的平台，繼續深化、推廣這些經驗。然而，

本港估計目前有超過10萬名認知障礙症患者，當中絕大部分

未被確診，而已有診斷的，則大多從未知悉地區支援服務。

現時社會所需的，是讓受認知障礙症影響的人士能容易、到

位地得到服務，從服務推展上實踐以人為本的原則。

2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要尊敬老人；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華。 《聖經》利未記19章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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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部份家庭未能負擔服務費用，本中心特別設立
了「貧困家庭直接資助計劃」，資助經濟有困難的人士
最高達到三分之二的服務費用，至今已有2,170人次受
惠。除了直接為長者提供服務外，我們亦積極推動公眾
教育工作，例如在公共屋邨舉行展覽、在瑪嘉烈醫院設
立流動諮詢站、在中心舉辦護老者訓練課程、定期舉辦
業界分享及交流會等，讓更多人認識及關注認知障礙症
家庭的需要。

引用「認知刺激治療」（英文簡稱CST）
於輕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

2017年起，我們與香港大學合作，引用英國Cognitive 
Stimulation Therapy (CST)理念在社區不同地點開展適合華人的
「認知刺激治療小組」，為一些不適合接受家居認知訓練的長

者提供另一個選擇。小組一般有14節，每星期2節，每節約
1小時，每次約6位長者在職員帶領下圍繞14個特定主題作不
同活動，在輕鬆的小組氛圍中得到正面刺激，延緩認知退化，

改善情緒。我們正嘗試比較由專業人士（泛指社工、護士、職

業治療師）和非專業人士（生活指導員）帶領認知刺激治療小

組的成效，為未來將專業技術下放提供學術依據。

累積經驗，出版《智．愛寶典》系列，
開展日後服務

為了讓家居生活指導服務，以及開展「認知刺激治療

小組」的寶貴經驗得以累積及傳承，我們繼2015年出版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專業督導　梁志偉

高級服務幹事　嚴　丹

《智 • 愛寶典－家居生活訓練手冊》後，今年6月再次印製
了1,000本全新的《智 • 愛寶典－認知刺激治療小組實務手

冊》，將CST小組的14節內容程序，結合我們累積的經驗，收
錄成一本圖文並茂的畫冊，讓生活指導員或護老者日後可依從

指引，更方便為長者進行認知刺激活動。以上服務經驗將十分

有助日後本機構於2019年第二季於長者地區中心開展的「智
友醫社同行計劃」，為患有輕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

提供服務。

「毋忘我—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服務」於2016至
2018年期間，在 J.A.M. United贊助下，共開辦了
10期生活指導員訓練課程，培訓了205位護老者或
社區人士成為「生活指導員」，為2,379位疑似或
患有早期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到戶或小組認知刺
激或訓練服務。

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服務

3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耶和華是永遠的磐石。 《聖經》以賽亞書26章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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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絲帶®行動
2018

一年一度響應世界中風日的橙絲帶行動2018系列活動已於10月圓滿結
束。一如以往，不同界別的公私營團體及學校均響應我們的行動，落力協助

宣傳預防中風病的健康資訊，在公司或學校設立「橙絲帶閣」，並參與「風箏

齊飛揚」活動，陪同中風患者一起郊遊，透過與中風患者一起放風箏，表達

對中風患者的支持與關懷。

為突出中風患者積極復康，永不放棄的精神，今年特別以「超人爺爺」

作為大會主題，舉辦了「超人爺爺」填色比賽及故事創作比賽活動，並於

10月28日假荃灣大會堂廣場舉行「逆風動力展才能—響應世界中風日之橙絲
帶行動2018」。活動當日，中風患者化身成為「超人爺爺」負責不同的攤位
展覽活動，並進行「超級英雄大賽」讓社區人士感受中風患者積極復康的決

心和能力。活動成功吸引不少公眾人士及合作團體參與，場面非常熱鬧。社

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馬秀貞女士更蒞臨主禮當天的典禮環節，為

橙絲帶行動2018系列活動派發奬項予參與及合作團體。

今年橙絲帶系列活動共鼓勵超過50個社區團
體參與，連同中風人士及其家庭成員，總參與人

數超過500人，齊齊響應「世界中風日」這盛
事。

4

精彩培訓•裝備自我
職員培訓系列

機構的服務發展，實在有賴於同工
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滿懷熱忱地為社區服
務。機構向來重視同工的發展，定期開辦
不同類型的職員培訓，讓同工掌握更多知
識及技巧，既能增強自身專業知識，又能
提升服務質素，讓機構更好地為社區提供
優質服務。

以下是部分精彩培訓內容分享。

「安全大使」職務簡介會

機構注重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制定服務質素標準9《安全環境》（下稱
SQS9），並委任部份同工成為安全大使，為
此，機構早前舉辦了「安全大使」職務簡
介會。

簡介會上，服務質素標準小組成員及
行政部總務組同工，向參與同工介紹安全
大使職責，講解SQS9內有關環境安全檢
查、體力操作處理、檢查急救箱及火警訓
練之處理要求，並邀請了資深安全大使分
享實務運作的經驗，即場示範簡單辦公室
伸展運動，解答同工疑問。參加培訓的同
工非常投入，並表示會將所學安全及健康
知識運用到工作中，同時向部門其他同工
推廣這些資訊，共同營造安全健康工作間。

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他大有能力，又有公平，滿有公義，必不苦待人。 《聖經》約伯記37章23節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本機構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起獲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撥款資助推行為期三年之「『蛻變旅程』家庭抗逆同行計劃」，旨
在為正在面對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家長、單親家長、受抑鬱情緒困擾
的家庭照顧者等提供情緒支援，協助他們渡過家庭困境，提昇他們面對危
機及逆境的正面意識，進而推動社區互助精神，以達致及早識別和及早介
入的服務目的。

本機構很榮幸獲得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恆生管理學院及香港
中文大學的支持，合作進行是項計劃的成效評估，探討荃灣及葵青區家庭
照顧者的需要及切合他們的服務模式。計劃團隊透過研究訪談，嘗試在早
期辨識家庭成員面對壓力的狀況，協助他們建立抗逆力及正向思維。是項
計劃於三年內服務共400個家庭照顧者，至今已有220名照顧者獲得支援。

為喚起市民大眾對家庭照顧者的關注，本機構於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二日舉行計劃啟動禮暨分享會，共約100位家庭照顧者出席。除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及社會福利署代表擔任主禮嘉賓外，中心亦邀請輔導心理學家
分享正向心理訊息，亦由大專院校研究顧問小組專家分享研究統計之初步
觀察與剖析，讓社區人士更了解家庭照顧者所面對的逆境狀況與需要。活
動中家長坦誠分享其個人經歷與轉變，而她們所面對的處境，亦反映不少照顧
者現時所面對的狀況，透過活動中交流分享，參加者能夠彼此互相勉勵。

賽馬會「蛻變旅程」
家庭抗逆同行計劃啟動禮暨
分享會

一班照顧者因積極參與活動獲得嘉許，他們的熱誠，能感動其他家庭共同攜手抗逆。      

大專院校研究顧問小組各專家分享從研究項目中所獲得之啟示。

5

「理財有道」個人理財策劃
職員培訓講座

地鐵加價，樓價高企，百物騰貴，投資
市場風險高，不想成為月光族，又希望手頭
較寬裕可以休閒娛樂，個人理財策劃顯得非
常重要。

有見及此，機構邀請了「錢家有道」的
理財講師陳耀光博士，為機構同工介紹個人
理財策劃及講解退休策劃，從而提高同工的
理財意識，將概念引用於服務中，教育更多
社區人士及早做好理財策劃。

講座非常精彩，以管「你」金錢為主
題，陳博士先提出理財目標與壓力的問題，
讓同工認識到理財與自己息息相關；緊接著
透過真實案例與同工互動，講解養成良好的
理財習慣，需要訂立目標並制定計劃，準備
好「投」腦，同時亦要未雨綢繆，預備好應
急錢及為退休作準備。

現場氣氛非常活躍，陳博士深入淺出講
解理財知識，並逐一解答同工疑問，加深同
工對理財策劃的認識。相信日後，同工會將
理財策劃知識運用到服務計劃中，向社區人
士傳播正面的理財意識。

精彩培訓•裝備自我
職員培訓系列

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聖經》約翰福音14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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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本機構成立四十五周年，我們多個服務單位分

別舉行一連串慶祝活動，而各社企單位亦提供優惠予各會

員。感謝　上主恩寵，四十五年來保守著本機構的服務事

工。因此，我們於2018年11月17日下午3時在總部服務
大樓二樓禮堂舉行45周年感恩崇拜及周年年會。我們邀
請了鄺保羅大主教為45周年感恩崇拜作主禮及講道。此
外，總幹事連同五大綜合服務的代表更進行奉獻禮，以表

機構及全體同工一直用心做服務，以愛顯關懷。

感恩崇拜結束後，隨即在同日下午5時舉行第四十五屆
年會。是次年會有幸邀請到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林正財

醫生，BBS，JP蒞臨擔任主禮嘉賓。林醫生積極關注基層
及安老議題，並致力推動社福、衛生和安老服務的發展，

於年會上分享對社會資本及安老議題的精闢見解，與會來

賓獲益良多。林醫生亦讚揚本機構以創新意念，籌劃不少

服務計劃以回應急速轉變的社區需要，建立社會資本。

本機構致送「健康一籃子」予林醫生作為紀念品，包括由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長者義工利用百家布織成的

籃子包裝，承載著賽馬會老圍中藥園出產的有機蔬菜，及

由本機構出版的社區健康手冊，以感謝他的蒞臨和分享。

及後，管理委員會各委員亦分別頒發長期服務獎和職員嘉

許計劃獎項予各得獎同工。

緊接下來是由各服務單位精心呈獻的表演環節，首先

由全人發展服務部兒童Hip Hop舞蹈課程學員帶來充滿動
感的「Just Dance」，緊湊的舞步使來賓目不暇給。接著由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打造的Music Chaser青少年樂團表演，
以音樂向大家訴說他們的信念。壓軸的是幼稚園幼兒園學

童所帶來的「天父的花園」，學童於台上散發的活力，為

年會增添了歡樂的氣氛。

年會過後則是機構一年一度的職員晚宴，同工聚首一

堂，放下日常工作的繁瑣事務，輕輕鬆鬆地交流分享，歡

樂彌漫著每一個角落！

麥理浩四十五周年誌慶
堅定信念迎挑戰　協力同心創未來

聖公會主教們帶領坊眾及機構同工一同參與感恩崇拜，向上主獻上讚美與感恩。

管理委員會主席陳謳明主教致送紀念品
予主禮嘉賓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林正財
醫生，BBS，JP。

李正儀博士頒發30年長期服務獎予總幹事
吳煜明先生。

兒童Hip Hop舞蹈課程學員於台上毫不怯場，精彩的
表演贏得全場熱烈掌聲。

45thA

n n i v e r s a r y

45thA

n n i v e r s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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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i v e r s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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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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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i v e r s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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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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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聖經》以賽亞書9章6節



從事獨居長者探訪的義工
已經有5至6年，現幫中心固定探

訪獨居長者，記得中心社工於義工會
議中，表示希望各位義工於探訪中了解
獨居長者有沒有難以完成的願望，從而於
義工會議上討論，我就試試於探訪中嘗試
了解。起初幾位長者都表示沒有，唯獨一位
婆婆向我表示想義工陪她買衣服，她表示想
買很久了，我立即與她一起外出並買了一件她
很喜歡的衣服，她那高興的表情令我覺得很開
心，小小的一個願望，其實也可以令一位缺乏
支援，少與外界接觸的長者感到很開心及滿足。 
 
　　在之後的探訪，我努力發掘及幫助被訪的長
者完成她們的一些小願望，目的希望能從中讓長
者們感受到有人關懷。同時經歷了這麼長的探
訪服務，我和她們已經似是老街坊，她們的開
心也令我很開心，同時亦能感受到做義工服
務的意義，願她們能於人生晚年的路感到開
心及溫暖。

關愛護老行動組（ 長者服務 ）
黃小姐

計劃服務

每個年度部門恆常會計劃和檢討服務，進行半年檢討去回
顧與展望服務，又藉前線工作交流及設立服務諮詢委員會以保
成效。

基於服務區域有長者、體弱、幼童及初到鄉郊居住的基層
住戶，同工會藉日常家訪、社區接觸作需要評估（服務質素標
準十一）。同工從村民間知悉鄉郊蚊蟲和傳播疾病問題普遍，
且木屋和鐵皮寮屋間或有火災風險而帶來困擾，而衞生安排也
易造成村民間的磨擦。

服務質素標準六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之範例
透過日常會面、村民聚會及向服務委員諮詢的多層探討，

繼而由部門作服務輸出評估，再由部門會議及機構會議作決
議。是故，部門於去年申請額外資源回應光板田村的社區防災
意識培育工作，為村落添置器材作預防及即時處理，針對防火
及防災（蚊蟲問題為主）意識作培訓及教育。

評估及回應服務

因應新服務的額外輸出，經評估本身的工作量後，部門以
基金資源增聘人手以臻服務推行。部門於計劃開展前已於光板
田進行巡迴意見收集，評估村民對本計劃的參與和期望，接著
以聚會（月會、季會）和日常接觸持續評估需要，歸納意見再
作討論。

因應推行時發掘的新需要，計劃與資助方商討執行和安
排的調整，到位地回應使用者需要。由於服務對象慣以信函作
為收集資訊，推行期間會將問卷和意見收集表格投入村內組合
信箱作評估及收集意見；此外，防災計劃促導部門成立「社
區防火及衞生隊」，以親身參與和體驗作出交流。計劃推展也
聯同政府部門進行火警預演、防災防火器材講座和防蚊防蠓講
座，活動後以口頭和回應表進行評估。

服務使用者，作為社會服務提供的重要持份者；連結社
區，回應社群需要，聆聽其需要並付諸行動相當重要。

本部門處於荃灣鄉郊一隅，致力推動社區睦鄰關係，促
進團結和參與以回應社區需要。部門因應標準和實質需
要，設有各種渠道計劃、評估及搜集意見，回應持份者
並以「社區」為本。了解和匯集持份者意見，不啻為服
務重要一環，下文根據日常服務及社區防災安全計劃作
簡述。

優質
之旅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主任　李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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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依群，中心義工多數叫我做伊面。記得十年前因為家
庭經濟突然出現問題，令我曾經想過自殺，而我的女兒因為家庭變遷而導
致嚴重情緒病，一家人的關係因此變得非常惡劣，令自己生活出現很大壓
力，需要參加一些活動讓自己減壓。與此同時，我參加了中心總部陳姑娘開
辦的鈎織公仔班，因而加入了麥理浩中心成為會員。這也是我成為義工的開
始。

這些年來，我參與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近年我參加了中心與基金會合
辦的婦女理財大使培訓班，上了這個培訓班使我加深認識很多理財學問，亦
成為了一位理財大使，最開心是可以將所學的理財知識及人生經驗向其他
組員分享。在理財大使分享時，我以自幼生活困苦，父親就教導我要從
小養成儲蓄習慣為例分享，最難忘是我以自己理財方法同大家分享，
其實最主要有理財目標計劃，懂得想要和需要，以及記錄每日支出
加恆心。還記得婦女們認真專注地聽我講解及分享，她們的投
入令我十分感動，真的很有成功感！我的心願是希望自己
在中心所學的知識能夠學以致用，回饋中心，我會不
斷學習，盡自己能力，繼續為麥理浩服務。

義工　依群

小城裡的暖流故事
自由講

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聖經》以賽亞書9章6節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歡
迎各方善長捐獻，參與關懷社
區。你的捐獻，除用於提供服
務上，亦會透過本機構設立的
多個直接提供物資與經濟援助
的計劃，發放給有需要的人
士，以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讓我們一同攜手，為有需
要的人士提供多一分關
懷、多一點溫暖。

2. 直接存入善款
各位善長可將捐款直接存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於以下銀行開設的捐款專戶：

• 恒生銀行 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 交通銀行 戶口號碼：027-540-9-3038947
• 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145-8-002100
如各位善長需索取捐款收據，請將銀行入數紙正本、回郵地址寄往下列地址，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捐款方式
1. 寄付支票

• 可郵寄支票或親臨送交本中心
• 郵寄方法：
請於支票抬頭寫上「H.K.S.K.H. LADY MACLEHOSE CENTRE」或「香港聖公會麥理浩
夫人中心」及於支票背後寫上捐款人姓名及聯絡電話，並寄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3. 恒生銀行網上捐款服務
各位善長亦可透過恒生銀行 e-Banking網頁（http://www.hangseng.com/
e-banking）內之網上捐款服務，將善款存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之戶口。
恒生銀行　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如需收據，請列印交易記錄、回郵地址寄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22號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備註
1.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
收條申請減免稅項。

2.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處理有關捐
款用途，資料將絕對保密。

捐款  贊助

總部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

星期日　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
部份公眾假期　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
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位於和宜合道總部之服務單位

位於九龍及新界各區之服務分處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
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
少數族裔服務部 2423 5064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香港翻譯通服務 2423 5101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牙科 /中醫 /復康 /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慈惠社區藥房 2619 1903
視健閣（視光服務）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 ) 幼稚園幼兒園 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荃灣老圍路137B老圍公立學校 2492 9909
賽馬會老圍中藥園 荃灣老圍村二坡圳 3488 0031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荃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5樓 2614 3720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葵涌總行 葵涌邨旭葵樓地下7號室 2410 8077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石籬分行 葵涌石籬（二）邨石偉樓地下C翼 2486 1328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青衣分行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9162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社區互惠資源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482號和記新邨5A舖 2960 1623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葵涌石籬（二）邨石偉樓地下C翼 2486 1225
賽馬會「TREE」少數族裔青少年發展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1樓B室 2418 2218
共融館 – 活化點子 葵涌屏麗徑3-21號葵豐樓地下G2 號舖 2427 2223
賽馬會陽光鄰里互助中心 葵涌大隴街29號銀行大廈地下29號舖 2616 0766

煥居生活館 葵涌大隴街43號銀行大廈地下43號舖 2616 4777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多元文化學習天地 葵涌葵昌路56號貿易之都7樓702室 2690 1111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 青衣教育中心 /融藝工房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寵愛軒 – 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太子大南街138號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港鐵南昌站5號舖（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葵涌青山公路416號葵星中心48號及55號 2423 5120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荃灣梨木樹邨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室 2423 2993
悅麗居 葵芳葵涌廣場3樓摩登世界17舖 3709 2798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盈豐辦事處 )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1樓A室 2423 553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盈豐辦事處 )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1樓A室 2421 5350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石安辦事處 ) 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 (東葵涌辦事處 )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1樓A室 2421 5350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 (西葵涌辦事處 ) 葵涌葵昌路56號貿易之都7樓701室 2157 0480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 (青衣辦事處 )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420 9121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11樓1117室 2417 8018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420 9131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 家護通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420 9141
健樂坊 港鐵荃灣西站10號舖 2405 5919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有限公司 荃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5333

關懷社區

服務家庭

檔案室


